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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分级及“领跑者”评价要求 污水处理低碳化服务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污水处理低碳化服务“领跑者”标准评价的术语和定义、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方法及等级划分。

本文件适用于污水处理厂低碳运行水平评价。相关机构在制定企业标准“领跑者”评估

方案时可参照使用。企业在制定企业标准时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 18918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18919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系列标准

CJJ 60 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

CJJ/T 228 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营质量评价标准

JJF 1139 计量器具检定周期确定原则和方法

T/CAEPI 49-2022 污水处理厂低碳运行评价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T/CAEPI 49-2022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污水处理低碳化服务（low-carbonization service of sewage treatment）

污水处理厂在运行过程中，在达到规定的排放或回用标准的前提下，通过采用低碳工艺、

优化运行、技术改造、资源回收、新能源开发利用等以降低污水处理过程中的碳排放量的过

程。

3.2

平均水力负荷率（Average hydraulic load rate）

污水处理厂评价周期内实际日处理污水量与设计日处理污水量的百分比。

3.3

单位污水耗电量（Power consumption per unit of sewage）

污水处理厂评价周期内处理单位体积污水实际消耗的用电量。



3.4

单 位耗 氧 污 染物 耗 电量（Power consumption per unit of oxygen consumption

pollutants）

污水处理厂评价周期内去除 1kg耗氧污染物实际消耗的用电量。

3.5

单位干污泥耗药量（Drug consumption per unit of dry sludge）

污水处理厂评价周期内处理单位质量干污泥实际消耗的絮凝剂消耗量。

3.6

单位总氮削减碳源消耗量（carbon source consumption per unit of total nitrogen

removal）

污水处理厂评价周期内去除单位质量总氮实际消耗的碳源消耗量。

3.7

单位总磷削减除磷药剂消耗量（phosphorus removal agent consumption per unit of

total phosphorus removal）

污水处理厂评价周期内去除单位质量总磷实际消耗的除磷药剂消耗量。

3.8 直接碳排放强度（direct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污水处理厂运行过程中，处理单位体积污水产生的氧化亚氮（N2O）、甲烷（CH4）和消

耗化石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CO2）碳排放当量之和。

3.9

间接碳排放强度 （indirect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污水处理厂运行过程中，处理单位体积污水消耗的外购电力、热力和化学药剂对应的碳

排放当量之和。

3.10 碳排放强度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直接碳排放强度与间接碳排放强度之和，用于污水处理厂实际碳排放核算。

3.11

直接碳排放修正强度 （direct carbon emission correction intensity）

对受总氮去除率影响的N2O排放因子进行修正后的直接碳排放强度。

3.12

间接碳排放修正强度 （indirect carbon emission correction intensity）

对由于处理规模、耗氧污染物削减量、出水排放标准以及臭气控制程度等因素导致的客

观碳排放差异进行修正后的间接碳排放强度。

3.13

评价碳排放强度 （evaluating carbon emissions intensity）

直接碳排放修正强度与间接碳排放修正强度之和，用于污水处理厂低碳运行水平评价。



3.14

再生水利用率 （Utilization rate of reclaimed water）

再生水利用量与污水排放量的百分比。

3.15

厂区能源自给率（energy self-sufficiency rate of wastewater treatment plant）

污水处理厂运行过程中，通过在厂区内回收或产生一种或多种能源的总量占污水处理厂

全部能源消耗量的百分比。

3.16

低碳行为鼓励 (low carbon behavior encouragement)

对污水处理厂设施设备低碳改造、优化运行、低碳建设、监测与核算等低碳行为进行鼓

励，引导低碳运行。

4 评价指标体系

4.1 基本要求

4.1.1 城镇污水处理厂未列入国家信用信息严重失信主体相关名录。

4.1.2 近一年，城镇污水处理厂未发生安全生产、环境质量事故。

4.1.3 近一年，城镇污水处理厂连续运行、稳定达标，未发生出水超标事故。

4.1.4 城镇污水处理厂要达到设计规模 1 万 m
3
/日以上。

4.1.5 应按CJJ 60要求的指标和频次开展日常化验分析，并记录工艺运行参数、能量及物料

消耗量。

4.1.6 应按GB 17167要求开展能源计量，物料计量器具应按JJF 1139要求定期检定。

4.1.7 以连续1年以上运行数据为计算依据。

4.2 评价指标分类

4.2.1 污水处理低碳化服务“领跑者”标准中所包括的指标分为基础指标、核心指标和创新性

指标。

4.2.2 基础指标包括运行时间、平均水力负荷率、排放标准。

4.2.3 核心指标包括单位污水耗电量、单位耗氧污染物耗电量、单位干污泥耗药量、单位总

氮削减碳源消耗量、单位总磷削减除磷药剂消耗量；核心指标分为三个等级，包括先进水平，

相当于企标排行榜中5星级水平；平均水平，相当于企标排行榜中4星级水平；基准水平，相

当于企标排行榜中3星级水平。

4.2.4 创新性指标为评价碳排放强度、再生水利用率、厂区能源自给率和低碳行为鼓励；创

新性指标分为先进水平和平均水平两个等级，先进水平相当于企标排行榜中5星级水平，平

均水平相当于企标排行榜中4星级水平；鼓励根据条件成熟情况适时增加与碳排放水平相关



的创新性指标。

4.3 评价指标体系

4.3.1 污水处理低碳化服务“领跑者”标准评价指标体系框架见表1。



表1 污水处理低碳化服务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指标类型 评价指标 指标来源 适用规模
指标水平分级 判定依据/方

法先进水平 平均水平 基准水平

基础指标

运行时间 / 1万m3/日及以上 完成环保验收，且正式运行满1年。 现场查验记录

平均水力负荷率 / 1万m3/日及以上 达到设计规模的60%以上。 现场查验记录

排放标准 /
1万m3/日及以上 达到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的水、大气、固体废物、

噪声等污染物排放要求，且符合或高于 GB18918 一级 A规定的

污染物排放标准要求。

现场查验记录

核心指标

单位污水耗电量 CJJ 60
10万m3/日以上 ≤0.25 ≤0.30 ≤0.35

CJJ/T 228
1-10万m3/日 ≤0.28 ≤0.33 ≤0.38

单位耗氧污染物耗电

量
CJJ 60

10万m3/日以上 ≤1.3 ≤1.8 ≤2.3 CJJ/T 228

1-10万m3/日 ≤1.5 ≤2.0 ≤2.5 CJJ/T 228

单位干污泥耗药量 CJJ 60 1万m3/日及以上 ≤0.25 ≤0.30 ≤0.35 CJJ/T 228

单位总氮削减碳源消

耗量
本标准附录A

1万m3/日及以上
≤1.7 ≤2.3 ≤3.0 CJJ/T 228

单位总磷削减除磷药

剂消耗量
本标准附录B

1万m3/日及以上
≤2.5 ≤5.0 ≤7.0 CJJ/T 228

创新性指标

评价碳排放强度
T/CAEPI

49-2022

1万m3/日及以上
≤0.35 ≤0.45 -

T/CAEPI

49-2022

再生水利用率 本标准附录C
1万m3/日及以上

≥60% ≥40% -
GB/T 18919

现场查验记录

厂区能源自给率 本标准附录D 1万m3/日及以上 ≥50% ≥30% - 现场查验记录

低碳行为鼓励
T/CAEPI

49-2022

1万m3/日及以上 低碳行为鼓励分数达

到60分以上

低碳行为鼓励分

数达到40分以上
-

T/CAEPI

49-2022



5 评价方法及等级划分

评价结果划分为一级、二级和三级，各等级所对应的划分依据见表2。达到三级要求及

以上的城镇污水处理厂服务标准，并按照有关要求进行自我声明公开后，均可进入污水处理

低碳化服务标准排行榜。达到一级要求的城镇污水处理厂服务标准，且按照有关要求进行自

我声明公开后，其标准和符合标准的产品或服务可以直接进入污水处理低碳化服务标准“领

跑者”候选名单。

表2指标评价要求及等级划分

评价等级 满足条件

一级应同时满足 基本要求 基础指标要求
核心指标先进

水平要求

创新性指标至少有1

项达到先进水平要求

二级应同时满足 基本要求 基础指标要求
核心指标平均

水平要求

创新性指标至少有1

项达到平均水平要求

三级应同时满足 基本要求 基础指标要求
核心指标基准

水平要求
—



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单位总氮削减碳源消耗量

单位总氮削减碳源消耗量按下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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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单位总氮削减碳源消耗量，kg/kg；

——外加碳源日消耗量，kg；

——实际进水总氮日均浓度，mg/L；

——实际出水总氮日均浓度，mg/L；

——实际日污水处理量，m3/d。



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单位总磷削减除磷药剂消耗量

单位总磷削减除磷药剂消耗量按下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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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单位总磷削减除磷药剂消耗量，kg/kg；

——除磷药剂日消耗量，kg；

——实际进水总磷日均浓度，mg/L；

——实际出水总磷日均浓度，mg/L;

——实际日污水处理量，m3/d。



附录 C

（规范性附录）

再生水利用率

根据《GB/T 18919-2002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分类》，城市污水再生利用用途包括五类：

农、林、牧、渔业用水，城镇杂用水，工业用水，景观环境用水，补充水源水。

再生水利用率按下列公式计算。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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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再生水利用率，%；

——实际日再生水利用量，m3/d；

——实际日处理污水排放量，m3/d。



附录 D

（规范性附录）

厂区能源自给率

厂区能源自给率按下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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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厂区能源自给率，%；

——污泥资源化年产出能量，kW·h；

——太阳能光伏发电年发电量，kW·h；

——水源热泵年制热量和制冷量，kW·h；

——其他途径年发电量，kW·h；

——月度电耗，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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